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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達基金會 —— 「反販賣 ‧ 得自由」事工報告 

 

疫情下人口販賣的情況比以往嚴重，施達基金會與四間夥伴機構一同打擊人口販賣。去年的反人口

販賣事工報告中我們介紹了緬甸夥伴 Eden Myanmar 的事工，今次我們介紹另一位在泰國的夥伴

LIFT International。 

LIFT International 介紹 

LIFT International（簡稱 LIFT）是 2011 年成立於新西蘭的非政府組織，致力透過司法系統起訴和

預防在東南亞的人口販賣。LIFT 有四個服侍範疇：建立個案、支援執法、法庭工作、獲救者跟進。 

項目資料 

項目名稱：加強泰國法律體系打擊網絡性販賣（Combat Cybersex Trafficking through Thai Legal 

System Strengthening） 

項目時期：開始 -- 2021 年 7 月 1 日；完結 -- 2022 年 8 月 31 日（為期 14 個月） 

LIFT 已達到起初訓練泰國政府特別調查部（Department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DSI）人員的目標，而且這個項目有多於 40% 的資金來自於施達以外的機構，顯示 LIFT

有能力尋找到其他奉獻來源，因此施達與夥伴商談，決定在項目完結後暫停對 LIFT 的資

助，以策略夥伴的形式於泰國共工。 

報告性質：期中報告（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受惠者： 

• 遭網絡性剝削的兒童受害者（Onlin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簡稱 OSEC） 

• 泰國政府特別調查部人員 

項目背景

根據 2021 美國人口販賣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簡稱 TIP），泰國長期面對人口

販賣問題，當局打擊未如理想，被評為第二級（分為三級，第三級為最低）。自從 2016 – 17 年

度，我們已經支持夥伴的反人口販賣工作。他們當時參與了一宗戀童癖案件的逮捕和起訴，得到了

DSI 的信任。2018 年，DSI 的一名高級官員被發現與人口販子勾結被捕，此後該部副署長承諾與非

政府組織合作，增加組織透明度。自此夥伴與 DSI 更緊密合作，贏得他們的信任，尋求 LIFT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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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內容 

以往夥伴與政府的合作斷斷續續，因為他們的辦事處位於清邁，與位於曼谷的主要官方執法機構相

距甚遠。為促進合作，夥伴設立一位長駐曼谷的聯絡專員。

 

聯絡專員如何協助打擊網絡性販賣？ 

1) 以非政府組織的身份與官方合作，支持情報和數據分析，協調執法及司法單位，並為 DSI 提

供培訓及技術支援。 

2) 所有人口販賣案件的關鍵是金錢交易。專員聯繫匯款機構，追踪嫌疑人的財務紀錄，並向警

方提供有關已識別嫌疑人紀錄中的收款者和匯款者身份。 

3) 越來越多人口販賣案件在互聯網進行，專員與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交換資訊，例如包含剝削

兒童的資料和關鍵詞的對話。 

4) 協助警方與專門從事受害者援助的民間組織建立關係，為受害者提供即時援助，幫助他們在

獲救後恢復正常生活，並鼓勵受害者協助調查。 

5) 挑選網絡性販賣猖獗的特定社區、學校和種族加強教育，預防人口販賣。孤兒、失業家庭孩

童及移民家庭的兒童特別容易成為受害者。 

項目進展 

項目開展首六個月（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以下進展：  

1) 處理了兩宗 OSEC 案件，其中一宗已移交給另一執法機構，並得到夥伴位於清邁團隊的支

援。另一宗正在調查階段，涉及 21 名受害者、3 名泰國嫌疑犯和 1 名外國嫌疑犯。聯絡專

員請求泰國移民局協助 DSI 和 LIFT。該案的調查方法是在社交媒體上主動搜索嫌疑犯和受害

者身份。調查人員此後會從嫌疑犯的電子設備中提取數據，例如手機和電腦。由於上述案件

仍在審理，至今還未有任何起訴。 

2) 11 月，聯絡專員和其他幾位 LIFT 員工參加了在泰國普吉島舉行的打擊人口販賣會議。會議

由 DSI 領導，是一個由反人口販賣的非政府組織、DSI 和其他執法機構組成的網絡，旨在共

享資訊和工作心得，包括網上追查人口販賣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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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絡專員發現 DSI 未有能力儲存、歸檔及管理所管有的虐待兒童資料，因此致力促進 DSI 與

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的協作。國際刑警組織擁有此類資料的數據庫，DSI 可以把資

料交給國際刑警組織，然後國際刑警組織可以把資料從網絡刪除，阻止對受害者二次傷害。 

生命轉化的故事 

Praew（化名）和她的四個朋友被販賣到一家卡拉 OK 酒吧。2018 年，LIFT 拯救了這五位女孩。兩

名罪犯被定賣淫罪和兒童性販賣罪，被判罰 35 年監禁。這五位女孩被安置在兒童庇護所康復。其中

兩位決定回家和家人團聚，另外三位則在寄養家庭或私人庇護所受關愛和照顧，繼續讀書。 

 

Praew 出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她的母親是個妓女，與父親失聯。她從未見過夜總會和酒吧以外的

生活。LIFT 的社工團隊收到了 Praew 正在庇護所的報告，於是安排社工 Chu 鼓勵 Praew 建立人生

目標和訂立計劃。從獲救到今天，Chu 一直輔導 Praew。Chu 留意到 Praew 在搬進寄養家庭後重獲

信心，希望重返校園。 

 

「我想成為一名電工，因為我喜歡讓光線穿透黑暗的感覺。如果一個燈泡壞了，我想成為修復它，

讓它再次發光的人。你覺得我可以做一位女電工嗎？」-- Praew 

 

「我相信你可以。」-- Chu 

 

LIFT 幫助她實現讀職業學校的夢想。上學期 Praew 獲取 GPA 3.5 的佳績。LIFT 還會協助有志的倖

存者創業，例如開一家麵包店。LIFT 深信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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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分享 

「最近幾個月，特別調查部得到了聯絡專員的技術、人力和文件支援以及國際協調工作支援。這次

合作建基於與 LIFT 之間的互相信任。每次我需要支援，我都慶幸有聯絡專員的協助。」 

Nopparat Panthers 

打擊網絡兒童性剝削中心主任 

 

「LIFT 教授的兒童司法訪談（Child Forensic Interview）技巧我一直有遵循：與受害者建立信任，

根據他們的年齡和喜好作詢問，並避免向受害者重複提問，以免二次傷害。」 

Somchai （化名） 

DSI人員 

 

 

回應行動 

全賴你的支持，施達才可以繼續與不同國家對抗人口販賣的機構及政府合作，服務地域包括尼泊爾、

印度、泰國及緬甸。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行走自由基金會」

（Walk Free Foundation）和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於 2016 年的

研究，全球逾 4,000 萬人遭販賣。請禱告記念，並繼續支持我們對抗人口販賣的事工。我們的事工

包括以下元素： 

1) 拯救：接觸和拯救遭販賣的受害兒童和婦女 

2) 檢控：捉拿販賣者 

3) 復元：為受害者提供安全居所、創傷後輔導和職業培訓等 

4) 預防：推行社區預防教育，建立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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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你參與「反販賣 ‧ 得自由」每月捐款計劃，一同向人口販賣說不，叫人的身體與靈魂重得釋放與

自由，讓人活出上主賦予的價值與尊嚴。 

每月奉獻金額 工作內容 

港幣$500 運作社區中心，提供反人口販賣培訓及生計支援予居民（以半個月開支計算） 

港幣$800 協助一位被販賣到外地的尼泊爾婦女或兒童返國 

港幣$1,200 向三名人口販賣受害者提供醫療支援、創傷輔導，以及食物等（以一年開支計算） 

港幣$2,400 追蹤網上性販賣罪行，由專業偵查團隊蒐集犯罪證據，協助泰國當局檢控人口販子 

奉獻方法 

網上奉獻 即時網上奉獻，請按此前往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上「施達基金會」 

（英文名稱： CEDAR Fund）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 匯豐：004-600-385678-001  

東亞：015-185-68-00931-7SSA 

中銀：012-581-2-020114-7 

星展：016-478-001364162 

信用卡：Visa、Master Card、JCB 或銀聯 網上奉獻或填妥奉獻表格交回 

PayMe 掃瞄二維碼捐款 

 

 

轉數快 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3354016 

請按以上奉獻方式捐款，連同支票、銀行存款單，或成功過數之頁面截圖，並附上你的姓名、聯絡

電話及郵寄地址，以郵寄、電郵或 WhatsApp 方式交回本會。 

郵寄地址：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3212 號 

WhatsApp（只適用於捐款查詢）：5160 7549  

電郵：sharing@cedarfund.org 

https://donation.cedarfund.org/?projectid=2
https://donation.cedarfund.org/?projectid=2
http://link.cedarfund.org/rd-form

